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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前须知

感谢您购买 Apacer AH190 双用 U 盘！ AH190 是个多功能媒体库和汇整存放在您 iOS 设备上档案的

文件管理器，可让您搭配为 AH190 特别设计的 iFileBridge 应用程序来浏览图片、播放视频和音乐、分

享档案，以及执行基本编辑工作。AH190 拥有 Lightning 和 USB 3.1 Gen 1 双接头，可连接至 iOS 设

备，作为您 iOS 设备上档案和联络人数据的备份目的地。双接头的特色提供了另一个选择，让您可以

将 USB 3.1 Gen 1 接头连接至计算机上的 USB 端口，透过计算机来管理和检视档案。iFileBridge 是个

一应俱全的档案中心，整合了所有存放在您 iOS 设备上的档案，不仅省下了在不同档案管理应用程序

中切换的麻烦，同时还提供了档案存取的双向选择，让您随时随地不论是出门在外还是在计算机桌前，

都可以取得档案。

1.1 AH190 双用 U 盘概观

编号 部位名称 描述

1. 笔型护盖 覆盖并避免接头在未使用时受到毁损。

2. Lightning 接头 任一面朝上，将接头连接至 iOS 设备，包含 Mac 计算机、
iPhone 及 iPad。

3. USB 3.1 Gen 1 接头 将接头连接至计算机上支持 USB 3.1 Gen 1 规格的 USB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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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ileBridge 仅支持于 iOS 设备上下载，并且只能与 Apacer AH190 双用 U 盘搭配使用。请见下方以取
得更多详细信息。

Apacer AH190 双用 U 盘不建议使用外接转换接头，且产品不随附 USB 延长线。

1.2 系统需求

1.3 注意事项

项目 描述

界面 Lightning 及 USB 3.1 Gen 1 接头 ( 一次仅能使用一个接头 )；可
使用在一般计算机及 Mac 计算机

文件系统 FAT32

iOS 设备 具有 Lightning 接头且支持 iOS 8.0 及以上的 iPhone 和 iPad

PC/Mac 计算机
● Windows 10、Windows 8.1、Windows 8、Windows 7 
● Mac OS X 10.6 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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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 iFileBridge 应用程序

在享受 iFileBridge 搭配 Apacer AH190 双用 U 盘带来的乐趣和便利之前，请使用您的 iOS 设备前往 

App Store 来下载 iFileBridge 应用程序。iFileBridge 是一个档案管理中心，可让您浏览图片、播放视

频和音乐，以及分享档案。除此之外，您还可以将 AH190 连接至 iOS 设备来备份文件和联络人信息，

来释出 iOS 装置上的容量。

1. 将 AH190 的 Lightning 接头连接至您的 iOS 设备。
2. 第一次使用 AH190 时，画面上会出现安装 iFileBridge 的提示。请不要点 App Store，点一下「忽
    略」 来关闭对话窗口。然后前往 App Store，点一下搜寻，在搜寻字段输入「iFileBridge」来安装   
    此应用程序。

3. 若是已安装 iFileBridge，每当 AH190 连接至 iOS 设备时，您会看到以下讯息，要求让 iFileBridge 
    存取 AH190 的信息。点一下「允许」来继续或「忽略」来取消开启 iFileBridge。

请依照以下步骤来安装应用程序。

若要在 iOS 设备上安装 iFile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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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pacer AH190 双用 U 盘连接至 iOS 装置下开启 iFileBridge，您在主画面会看到右上角有个设定图
示、六个色彩缤纷的图示，以及内部储存及外部储存的已用及可用储存空间等信息。

下方为 iFileBridge 的概观介绍：

3. 导览主画面

项目 描述

点一下来管理 iFileBridge 设定，请参阅「7. 管理设定」来取得更多信息。

图片 点一下来浏览图片，请参阅「4.1 浏览图片」来取得更多信息。

视频 点一下来播放视频，请参阅「4.2 播放视频」来取得更多信息。

音乐 点一下来播放音乐文件，请参阅「4.3 播放音乐」来取得更多信息。

备份 点一下来执行备份任务，请参阅「6. 备份 iOS 设备和联系人」来取得更多信息。

文件 点一下来浏览并管理文件，请参阅「5. 管理文件夹和档案」来取得更多信息。

相机 点一下来拍照。此功能仅在 AH190 连接至 iOS 设备时才能使用。已拍下的照片
会立即存至相连的 AH190，以卸除设备上的储存空间。

内部存储 点一下来直接存取存放在 iOS 设备上的资料。此处同时也显示设备已用及可
用的储存空间。

外部存储 点一下来直接存取存放在外接 AH190 上的档案。此处同时也显示 AH190 已
用及可用的储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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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播放媒体档案

iFileBridge 可让您浏览及播放存放在 iOS 设备上或连接至 iOS 设备Apacer AH190 双用U盘上的图片、

音乐及视频。

点一下主画面的图片、视频或音乐来存取  页签底下储存在 iOS 设备上的媒体档案，或是存取  页
签底下储存于或已从 iOS 设备备份至外接 AH190 的档案 ( 请参阅「6. 备份 iOS 设备和联络人数据」来

取得更多信息 )。

前往图片来查看如下的清单 / 缩图列表。

4.1 浏览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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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一下列表上的任一图片来进入全屏模式。

若要使用 iFileBridge 来管理或浏览图片，请执行以下动作：

编号 項目 描述

1. 多选 点一下来执行复制、删除、共享和移动动作。请参阅「5. 管理文
件夹和档案」来取得更多信息。

2. 清单 / 缩图 根据您的喜好，点一下以切换于列表模式和缩图模式下依照时
间、名称或类型来检视图片。

3. 删除 点一下来删除正在浏览的图片。

4. 不执行重复播放 /
重复播放所有项目 点一下来切换重复播放所有图片以及不执行重复播放。

5. 播放 / 暂停 点一下来播放或暂停投视频。

6. 储存 点一下来将图片储存至 iOS 设备。此功能仅在存取存放在相连之 
AH190 上的图片时才能使用。

7. 分享

点一下来将图片分享至 Facebook，或透过电子邮件和立即通讯
应用程序来分享。也可以长按图片来进行分享。

请注意，只有小于 20 MB 的档案才能透过电子邮件进行分享。

N/A 浏览 左右滑动来浏览下一张或前一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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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视频来检视如下的清单 / 缩图列表。

点一下列表上的任一视频来进入全屏模式。

4.2  播放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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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使用 iFileBridge 来管理或播放视频，请执行以下动作：

编号 项目 描述

1. 多选 点一下来执行复制、删除、共享和移动动作。请参阅「5. 管理文
件夹和档案」来取得更多信息。

2. 清单 / 缩图 根据您的喜好，点一下以切换于列表模式和缩图模式下依照时
间、名称或类型来检视视频。

3. 放大 / 缩小 点一下来缩放屏幕大小。

4. 进度列 若要跳至正在播放之视频的任何时间点，请拖曳进度列或左右滑
动至您要的时间点。

5. 向后快转 点一下来向后快转正在播放的视频。

6. 播放 / 暂停 点一下来播放或暂停所选视频。

7. 向前快转 点一下来向前快转正在播放的视频。

8. AirPlay 请注意，iFileBridge 不支持 AirPlay 功能。因此，依照默认此功
能会关闭，并在视频播放一秒后消失。

無 音量 除了按压实体音量按键，也可以在设备上上下滑动来调整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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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音乐来检视如下的清单 / 缩图列表。

点一下列表上的任一音频档案来进入全屏模式。

4.3 播放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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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使用 iFileBridge 来管理或播放音乐，请执行以下动作：

编号 项目 描述

1. 多选 点一下来执行复制、删除、共享和移动动作。请参阅「5. 
管理文件夹和档案」来取得更多信息。

2. 清单 / 缩图 根据您的喜好，点一下以切换于列表模式和缩图模式下
依照时间、名称或类型来检视音讯档案。

3. 音量 点一下并拖曳音量滑杆来调整音量。

4. 进度列 若要跳至正在播放之音讯档案的任何时间点，请拖曳进
度列或左右滑动至您要的时间点。

5. 播放列表 点一下来检视播放列表。可以点一下此图示来切换播放
另一个音讯档案。

6. 播放模式

            不执行重复播放 点一下来播放所有音讯档案，并且不执行重复播放。

            重复播放所有项目 点一下来重复播放播放列表中的所有音讯档案。

            重复播放单首 点一下来重复播放播放列表中正在播放的音讯档案。

            随机播放 点一下来随机播放播放列表中的所有音讯档案。

7. 前一首 点一下来播放播放列表中的前一个音讯档案。

8. 播放 / 暂停 点一下来播放或暂停播放列表中所选的音讯档案。

9. 下一首 点一下来播放播放列表中的下一个音讯档案。

10. 分享

点一下来透过电子邮件分享音频档案，也可以长按档案
来进行分享。
请注意，只有小于 20 MB 的档案才能透过电子邮件进行
分享。

支持的文件格式：
使用 iFileBridge 时可开启的文件格式最终将取决于您的 iOS 设备。然而，一般而言，您应可通过 
iFileBridge 开启下列格式：

■  图片：tiff, jpeg, jpg, png, gif, bmp
■  音乐：m4a, caf, aiff, asf, aac, mp3,wav
■  视频：m4v, mp4, mov
■  文件：doc, docx, pages, rtf, txt, ppt, pptx, pdf, xls, xlsx, numbers, key,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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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 iFileBridge 来管理存放在 iOS 设备上或连接至 iOS 设备 Apacer AH190 双用 U 盘上的文件
夹和所有类型的档案，包含图片、视频和文件。

5. 管理文件夹和档案

13

前往所有档案来检视如下的清单 / 缩图列表。

5.1 文件夹和档案管理

点一下任一图示来执行以下动作：

编号 项目 描述

1. 多选 点一下来执行复制、删除、分享和移动动作。请参阅下一页来取
得更多详细说明。

2. 主画面 点一下来回到主画面。

3. 新增文件夹 点一下来建立文件夹。

4. 清单 / 缩图 根据您的喜好，点一下以切换于列表模式和缩图模式下依照时
间、名称或类型来检视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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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一下多选来进入档案选取模式。

若要使用 iFileBridge 来管理文件夹或档案，请执行以下动作：

编号      项目 描述

5. 全选 点一下来复制、删除或移动所有项目。

6. 取消 点一下来退出选取模式。

7. 复制到
点一下来将选取项目复制至其他目的地。
请注意，将相连 AH190 上的音讯或影片档案复制至 iOS 设备时，只能
复制到内部存储 > Documents 路径下。[1]

8. 删除 点一下来删除所选项目。

9. 共享 点一下来将档案分享至社交网站，或透过电子邮件和立即通讯应用程
序来分享。请注意一次只能分享一个档案。

10. 更多

移至

点一下来将选取项目移动至其他目的地。所选项目一经移动，便会从
当下所在的目录中消失。
请注意，将相连 AH190 上的音讯或影片档案移动至 iOS 设备时，只能
移动到内部存储 > Documents 路径下。[1]

重新命名 点一下来重新命名所选项目。请注意一次只能重新命名一个项目。

使用第三方播放器 点一下来用安装在 iOS 设备上的第三方播放器播放选取的视频。

苹果公司不允许受数字权利管理 (DRM) 的 iTunes 影音档案复制或移动至另一个目的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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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ileBridge 可让您监督文件传输状态。当档案正在进行复制或移动至其他目的地时，iFileBridge 会立
即切换至「传输」画面让您检视传输状态。

5.2 文件传输状态

编号 项目 描述

1. 传输中 显示正在复制或移动至其他目的地之档案的传输进度。

2. 传输成功 显示已成功复制或移动的档案。您可以点一下项目右方的「X」来将
其从清单中移除。

3. 传输失败 显示传输失败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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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ileBridge 不仅是媒体库和文件管理器，同时也是存放在您 iOS 设备上之档案和联络人数据的备份目的地。
点一下主画面的备份来开始将档案或联络人数据备份至外接的 Apacer AH190 双用 U 盘。

1. 根据您想备份的资料，执行以下任一动作：
    ■ 前往档案备份页签来将存放在 iOS 设备上的图片、视频和文件备份至外接的 AH190。

2. 点一下开始备份来开始备份任务。您可以透过下方的进度列和完成度百分比来查看备份进度。

3. 如果想要在备份任务进行中取消备份任务，只须点一下取消备份即可。

■ 前往备份联络人数据页签来将存放在 iOS 设备上的联络人数据备份至外接的 AH190。执行此动作之
前，请先确认您的设备中已存在联络人信息。

     注意：  只有图片和视频可以备份至外接储存设备，即 AH190。

若要备份 iOS 设备或联络人数据：

6. 备份 iOS 设备和联络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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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备份完成之后，所有档案 > iFileBridge 下方会出现名称为「Backup」的文件夹。所有备份完成的
资料都可在此取得。 

1. 前往备份联络人数据页签并点一下汇入联络人数据，汇入从另一个设备上复制的联络人信息至目前
正连接至您 iOS 设备的 AH190。

2. 从清单中选择任一您想汇入的联络人数据文件。
3. 如果想要在备份任务进行中取消备份任务，只须点一下取消备份即可。
4. 汇入完成之后，联络人数据便会整合至您 iOS 设备上的联络人信息。

若要汇入联络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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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ileBridge 可让您管理暂存容量大小、变更显示语言、选择默认媒体播放器，以及格式化连接至 iOS 

设备的 Apacer AH190 双用 U 盘。

点一下主画面右上角的        来管理以下设定。

■  若要管理暂存的容量大小：
     点一下缓存来设定可暂存于 iFileBridge 的档案大小。

■  若要变更显示语言：
     点一下语言来选择您想显示于 iFileBridge 的语言。支持的语言包含英文、繁体中文、简体中文、
     泰文、俄文、日文和波斯文。

■  若要选择默认媒体播放器：
     点一下第三方播放器设置来启动第三方播放器默认设置，然后从列表中选择 iOS 设备支持的视频
     播放器。选择完成之后，之后播放视频时便会自动启动所选的媒体播放器。

■  若要格式化 AH190：
     点一下格式化来将与 iOS 设备相连的 AH190 格式化。进行格式化之前，请先确认已将需要的文件   
     备份至其他设备上。否则一旦格式化，原先存放在 AH190 上的数据将一律被清除且无法复原。

7. 管理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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